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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于2012年7
月，经淄博市教育局、淄博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批准，由国家示范性高等职
业院校——淄博职业学院牵头组建。集
团是由区域内外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
中高职院校、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企
业等单位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共同组
建的，具有联合性、互利性、非营利性
的职教联合体，各成员单位仍保持独立
法人资格。

       

一、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基本情况



成员单位本科院校1所

企业82家

     淄博职教集团成员构成 

   集团现有成员单位110家，其中，行业、企业成员单
位占比84.5%。

高职院校5所

医院6所中职院校4所

行业协会11家

幼儿园1所



       集团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宗旨

   集团经营业务范围涵盖17大产业领域，截止2016年12
月底，集团成员单位总产值达到2000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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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职教集团组织机构

    集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理事长负责制”，理事

会是集团最高权力机构，审议、决策集团重大发展事宜。

    集团根据工作实际，相继成立专业建设、科技创新

与技术服务、校企合作与就业创业、职业培训与技能鉴

定4个工作委员会与机械设计制造与机电设备等16个专

业群建设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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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与电子信息技术专业群建设分会

化工技术专业群建设分会

制药与生物技术专业群建设分会

工程管理与土建施工技术专业群建设分会

财政金融与会计专业群建设分会

工商管理专业群建设分会

旅游管理专业群建设分会

护理专业群建设分会

医学技术与临床医学专业群建设分会

药学专业群建设分会

机械设计制造与机电设备专业群建设分会

艺术设计专业群建设分会

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分会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专业群建设分会

食品专业群建设分会

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

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

工作委员会

校企合作与就业创业

工作委员会

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

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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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职业教育集团组织架构图



原因

集团年会、常务理事会会
议、工作委员会会议等决
策、执行、协商机制

评选表彰“校企合作先进
单位”、“校企合作优秀
项目”、“校企合作先进
个人”

成员单位共同参与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就业创业、
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机制

      淄博职教集团运行机制



      淄博职教集团工作成效

    经过5年的建设与发展，集团各成员单位之间理解

互信明显加深、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合作内涵不断深化、

合作成效日渐显著，集团作用初步显现。

    依托信息交流平台，累计达成科技研发、培训鉴定、

实习就业、共建专业、联合办学等合作300余项，有力

推动了集团成员之间深度协作、互惠共赢。



       

       2017年10月淄博职教集团被评为山东省骨干职教集团





       

二、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

以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服务区域发展

    集团围绕淄博市产业发展方向，通过与淄

博经济开发区、淄博市高分子产业园等政府、

产业园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形式，让集团各

成员院校有更多机会参与科技成果的交流与交

易，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服务区域发展--案例

    2017年，集团牵头院校——淄博职业学院与淄博经济开发区签署了

《关于加强校地融合发展的合作协议》，淄博经济开发区提供张江淄博科

技产业园两栋楼给学院，共建淄博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技术中心，并与淄

博经济开发区辖内企业合作申报建设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科研平台，为辖区内企业、科研机构等与学院科

研人员搭建起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科研成果转化的桥梁。



       

二、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

以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推动行业协同创新

   依托集团院校重点专业（群），整合各方力量，面向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通过多方联合、行企协同的形式，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面向区域重点发展产业和行业需求，以提高专业的技

术协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加强应用技术的传承应用研发能力为重点，

以产学研用融合发展为导向，逐步把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成为行业产业共

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和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



       

    推动行业协同创新--案例

    集团实施“协同创新计划”；遵循“成熟一个、建

设一个，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原则。目前，集团正

在培育和建设协同创新中心3个。

   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 淄博市工程研究中心淄博市工程研究中心



       

二、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

以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助力企业技术攻关

    集团成员立足行业和企业发展实际，深入开展技术

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等活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

技术创新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3年、2017年在淄博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的淄博市

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比中，集团共有山东卓创资讯

集团有限公司、淄博职业学院、淄博妇幼保健院等11家

企业、学校、医院的14项技术革新成果入围。



       

    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案例

   集团牵头院校——淄博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孙传兵、曲振华和李万军

博士等3名教师带领学生为山东省淄博倍辰陶瓷机械有限公司“医”好2台价

值800余万元的大型龙门陶瓷磨床，让企业避免了上百万元的损失，《中国

教育报》《人民网》等20余家媒体以《淄博职业学院师生：“巧手”医好企

业“病龙”》为题进行了报道。



       

    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案例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成立了“思美尔服饰研发生产基

地”、“淄博宏业服装研发设计中心”等6个研发基地，学

生在校期间就能直接参与企业项目制作，为企业提供设计、

打样、研发、检测等技术支持与服务。



       

二、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

以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优化专业设置及教学资源

    集团立足淄博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依

托由集团成员院校、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专业工作委员会与专业群建设

分会，不断健全完善“市场主导、院校主体、企业（行业）参与”的

“调研—调整—创新”的专业共建共享机制。

    2014—2017年，集团校企合作开发课程36门，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60本，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程45门。集团现有共享性实训基地23个，省

级以上实训基地6个。集团通过实施专业教师下企业、兼职教师进课堂，

实施教师与专家共成长，推动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集团会计、生物技术及应用、市场营销、数控、护

理、电气自动化技术、动漫设计与制作、工程造价、应

用化工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10个专业被确定为

山东省高等学校品牌特色专业。

淄博理工学校与鲁
泰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共建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与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共建

淄博职业学院与万
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共建

   冶金技术专业群

   被山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山东省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校与企业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纺织服装专业群

    专业共建共享--案例



       

二、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

以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促进就业与创业

    依托集团化办学，集团成员院校就业率与就业质量稳步

提升，2014—2016年，集团成员院校毕业生年平均就业率

97.2%，对口就业率88.9%，双证书获取率96.7%，集团内部

就业率24.4%，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年均薪资为3300元，高于

淄博当地薪资平均水平。

    近年来，集团成员院校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搭建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完善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建设，建立健全创

新创业教育保障体系，提高创新创业服务质量。



       

    促进就业创业--案例

   集团牵头院校——淄博

职业学院2014年9月与山东

网商集团合作建立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建筑面积2000

余平米，投入700余万元。

该基地于2016年6月被评为

淄博市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培训创新创业学生

3000余人，成立学生创业团

队200余个，截止到今年6月

份，已经注册成立创业公司

118家。



       

二、淄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

以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集团成立伊始，以“区域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对职业人才

的需求”为出发点，深入扎实推进校企合作，努力探索现代

学徒制、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培养等人才培养模式，

大力推进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规模逐年扩

大，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目前，集团成员院校年均订单

培养人数达到1767人，订单培养学生覆盖率达到所在专业学

生数的31%。



       

    合作办学、协同育人--案例

   淄博理工学校先后与鲁泰集团、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韩国

大宇公司、山东新星集团、天津三星LED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签订了

联合办学协议，实行“订单培养”、“双元制”办学，形成了一套成熟

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多次在全

国、山东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学校的办学模式得到了教

育部、省教育厅领导的充分肯定，办学经验在全国推广。

       鲁泰大专班开

学典礼暨奖学金、

助学金颁发仪式现

场



       

    合作办学、协同育人--案例

   集团牵头院校—淄博职业学院积极推进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等2个山东省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启动数控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药品生产技术、会计、市场营销、工程造价、口腔医

学技术、药学、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等10个专业立

项建设淄博职业学院院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

专业与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

司合作开设现代学徒制班 —

—“金城班”



订单培养

技术服务

厂中校、校中厂

校企合作项目

集团牵头院校—淄博职业学院 

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共建专业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现代学徒制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共 建 专 业

      淄博职业学院与行业企业共同建设专业、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其中学校与行
业企业共同建设物联网应用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
用、软件技术、建设工程管理、电子商务、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广播影视节目制
作、物流管理、动漫制作技术等共11个专业，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85个，共同开发课程272个。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分别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济南军区总医院、淄博市中心医院、山东瑞阳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内建筑业综合实力前十名的

山东天元建工、山东天齐集团、山东金城建工等行

业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638个。



    山东东星表业有限公司与机电工

程学院的合作已经超过10年。2014年

，公司接收机电工程学院55名学生顶

岗实习，公司为他们提供了2个部长、

9个课长（车间主任）、9个班组长、

13个工程师的岗位，其中5人赴深圳参

加了培训，还有1人担任科长、5人担

任班组长、1人担任项目负责人。几年

前从机电工程学院数控技术专业毕业

的王振，现在已经成为该公司的技术

副总。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化学工程系与烟台万华聚氨酯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开设“万华订单班”，

双方按照企业标准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并联合完成授课任务，培养期结

束，校企双方共同对订单班学生进行

评价，企业依据订单协议和学生成绩

择优录取为正式员工，真正实现毕业

就业“零距离”。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订  单  培  养



   2013年我院与山东天齐
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
齐集团）合作开展订单培养，
从建筑工程学院三个专业的
大一学生中选拨40-50名组
建。在实施过程中，企业全
程参与学生的管理、教育、
教学、评价。考核合格学生，
企业安排就业。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订  单  培  养

      2014年起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
院）对护理学院部分优
秀新生实行订单培养，
为护理学院的顶岗实习
和就业开拓了新的高层
次渠道。



    上海通用汽车维修服务技能校企合
作项目：于2014年落户我院汽车工程系，
学院投资约300万元，按照国际化标准
建设了1000平方米的教学区；上海通用
提供价值约300万元的整车、发动机等
教学设备、派技术人员入校担任辅导员，
参与学生岗位实习和专业指导。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教师必须通过上海通用的培训并获
得“铜级”技师认证，才能上岗；学生
毕业前则要通过上海通用组织的理论和
实操考试，才能获得学员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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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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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在傅山集团成立淄

博职业学院傅山分院，开

展岗前培训、在职职工岗

位培训、社区培训、普通

中专大专学历与继续教育

大专、本科、研究生培养

等，重点开展顶岗实习、

订单式人才培养.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厂 中 校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在淄博

市第六人民医院设立临床课堂，

联合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康复

医学中心，使专业课程的理论

学习、技能实训与医院岗位实

践、临床真实情境相结合，实

行“院中校”工学交替模式。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校 中 厂

    我院于2012年与圆通速递

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圆通速递

学院”，双方共建邮政速递服

务管理专业，学生通过工学交

替的方式进行实践锻炼。2014

年又成立了圆通速递客服中心，

是双方在快递人才培养方面的

进一步探索。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校 中 厂

    淄博市南水北调管理局依

托我院建筑工程学院的专业实

力建立了淄博正诺工程质量检

测公司，由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兼任公司技术负责人，相关专

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参与公司的

质量检测任务，大大加强了学

生的实践技能。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技 术 服 务

       2016年，我院先后承担行业企业委托技术开
发、咨询、服务等各类横向项目20余项，到账经费
100余万元。如我院与山东淄博汉能薄膜太阳能有
限公司合作，在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我院陶瓷琉璃系，与淄
博七彩陶坊有限公司在陶瓷艺术设计与制作等方面
开展合作；我院作为周村区家具产业联合会副会长
单位，加强与周村区家具企业在人才招聘、员工培
训、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助推
周村区家具产业发展。



    机电工程学院发挥数控实训基地的

职业技术培训功能，面向社会开展数控

机床操作工培训、CAD/CAM技术培训、

技能鉴定等项目。同时，提供特种加工

技术、数控应用技术、检测技术等先进

制造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与服务。

     淄博颂工机械有限公司依托淄博职业

学院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合作开展医疗

模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实现了

教学与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降低了企

业运营成本，达到了校企双方合作共赢。

     我院以淄博职教集团为依托的校企合作 

技 术 服 务



结束语

       

       集团化办学是打造多方共赢的合作平台。未来，

随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不断发展，借力于集团优

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与内涵一定会得到进

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职业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也一定会越走越宽！




